
《通知》要求：做好特岗教师

跟踪管理服务: 要充分掌握特岗

教师的基本信息， 加强特岗计划

实施工作的动态管理。及时补充、

更新“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

中特岗教师信息， 要做好在岗特

岗教师的数据统计、 教师服务证

书信息统计和 2020 年特设岗位

需求预测工作。教育部、财政部将

根据相关省（区、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的需求和项目实施情

况，研究确定下一年度工作计划。

有关数据报送时间和要求另行通

知。

大力宣传特岗计划的成果和

特岗教师的先进事迹: 深入挖掘

特岗教师中的优秀典型， 通过多

种形式和渠道， 广泛宣传特岗教

师志存高远、 扎根农村的奉献精

神和感人事迹。 加强对特岗计划

在提升农村义务教育质量， 促进

教育公平方面发挥作用和取得成

果的总结和宣传， 努力营造实施

特岗计划的良好工作氛围。

加大对特岗计划实施工作的

督查力度: 各地要加强特岗教师

保障政策落实工作的监督和检

查，对于无故拖欠特岗教师工资，

不能为其缴纳五险一金， 不能及

时为服务期满留任特岗教师办理

入编手续等情况， 一经核实要给

予通报批评， 不得将该县 （市、

区）列入下一年度申请设岗需求

名单。特岗计划实施管理不到位，

招聘计划完成不好， 特岗教师待

遇保障和入编入岗政策落实不到

位问题突出的省份，要及时整改，

对整改不力的， 下一年度将不再

增加或适当核减设岗名额。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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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符合招聘岗位要求，具

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书。

2. 以普通高校本科毕业

生为主，鼓励本科师范专业毕

业生应聘，特殊情况可适当招

聘高等师范专科毕业生。

3.年龄不超过 30周岁。

4.参加过“大学生志愿

服务西部计划” 、有从教经历

的志愿者和参加过半年以上

实习支教的师范院校毕业生

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教育部办公厅、 财政部

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做好

2019 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

工作的通知》， 通知明确，

2019 年中央特岗计划实施

范围与 2018 年相同，2019

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

10 万名。 其中我省名额分配

为 6800 名。

2019 年中央特岗计划

实施范围与 2018 年相同，具

体为：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

区和中西部国家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 省级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西部地区原“两

基” 攻坚县（含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的部分团场）， 纳入

国家西部开发计划的部分中

部省份的少数民族自治州以

及西部地区一些有特殊困难

的边境县， 少数民族自治县

和少小民族县。

2019 年全国计划招聘

特岗教师 10 万名，其中我省

名额分配为 6800 名。

《通知》要求:切实加

强乡村学校教师补充，优先

满足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

地区县村小、教学点的教师

补充需求，县城学校不再补

充新的特岗教师；进一步优

化教师队伍结构，保持合理

的性别比例，加强体音美、

外语、信息技术等紧缺薄弱

学科教师的补充；向本地生

源倾斜。

认真做好特岗教师招

聘工作:各地要严格按照核

定的岗位数量，结合本地实

际情况， 尽快启动 2019 年

特岗教师公开招聘工作。 要

对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

区县村小、教学点的教师补

充需求充分予以满足；要严

格按照特岗计划教师岗位

设置要求招聘教师，不得将

特岗教师安排在非乡镇及

以下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或

非教师岗位。 要把好特岗教

师招聘质量关，从严执行招

聘条件规定，不得自行放宽

尺度、降低标准。 要做好招

聘实施工作，遵循“公开、公

平、自愿、择优” 的原则，严

格规范程序。 要加强对本地

招聘计划的统筹协调工作，

确保招聘计划完成，确保新

录用特岗教师秋季开学时

按时到岗。

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强特

岗教师培训， 尤其是针对非

师范专业毕业生， 认真做好

入职前的师德教育与教学培

训工作。要在“国培计划” 实

施中统筹安排， 开展特岗教

师专项培训， 帮助特岗教师

尽快成长。

■本报综合消息

《关于做好 2019 年农村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

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

明确，中央财政继续对特岗教

师给予工资性补助。 教育部、

财政部将根据各地 2019 年设

岗计划和往届特岗教师在岗

人数核拨 2019 年特岗计划中

央 补 助 经 费 ，2020 年 根 据

2019� 年度实际在岗教师人数

进行结算。

特岗教师服务期内执行国

家统一的工资制度， 同等条件

下享受与当地公办学校在编教

师同等待遇。 省级财政要切实

加强统筹， 加大对财政困难县

的支持力度， 各地政府要强化

主体责任， 落实中央工资性补

助资金以外所需的经费投入，

确保特岗教师工资按时足额发

放。 要落实好周转宿舍安排等

工作， 切实解决特岗教师工作

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针对服务期满的特岗教

师，要严格按照《教育部、财政

部、人事部、中央编办关于实施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

设岗位计划的通知》 要求，保

证三年服务期满、 考核合格且

愿意留任的特岗教师及时入编

并落实工作岗位， 扎实做好相

关人事、工资关系等接转工作。

做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教师服

务证书》 发放和管理工作，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落实好服务期

满特岗教师在报考党政机关公

务员、 硕士研究生等方面的优

惠政策。

工资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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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要求

原观山湖一中知名校长李望林承办南湖实验中学

南中“教风 严 学风 浓 校风好 质量优 ” 的口碑开 始享誉 全 市

南中以超一流欧式风格新校与全程跟踪式管理模式迎接莘莘学子们的到来

电话：0851-88165101��88165102��地址：白云区恒大绿洲小区后南湖实验中学（南湖西路）

广

告

20

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动员大会昨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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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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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入学补登记通道开启

今日起至 5月11日

《数字造价管理》白皮书将发布

2019数博会建设工程数字经济论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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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哪些优待

特岗教师

全国招10万人

其中贵州分配名额为6800名


